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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思
杜 毅

    我泪目走进“杜颖叙
别会”会场，一眼望去，主
席台上，四周墙沿都是花，
不禁想起“自携瘦影步花
荫”。然而，这些花篮高雅
致逸，素净中又点缀五彩
缤纷，含情脉脉，给悲者温
馨拥裹。

今天百忙中来参加妹
妹杜颖叙别会的，都是
一直关爱、呵护我们的
领导；朋友们也都是最
贴心的；还有身穿白大
褂的医学专家们，都是
小妹的救星和福星。我
代小妹向你们全体深深
致谢。

真的没有想到，10月
23日那个清晨，小妹就这
样骤然离去，给我留下了
致命的打击和无尽的哀
恸。她一生与我为伴，形影
不离，是我送走的最后一
个亲人了。午夜回忆：她没
有见到过爸爸，降生在新
疆监狱。生下来两分钟还
不到，妈妈昏厥，军阀盛世
才就派来杀手，将她扔到
窗外，零下四十六度的大
雪中，幸有白俄助产士，冒
死抢回，捂在胸口，许久，
才听到小妹的哭声。盛世
才不仅残酷地杀害了爸爸
杜重远，更将当时无药可
救的结核病传染给幼小的
我们。小妹尚在襁褓中，受
害最深。14岁时发作一场
十分罕见的疑难险症：全
身大出血，高烧 40度，经
久不停、不退。七次报病
危，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

理千方百计为小妹找到了
擅长除恶疾的中医，配合
西医治疗，始得保住小妹
的生命。在她以后的人生
中，多种疾病相继缠身。她
幼年与我和弟弟一样，由
于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
小学、中学也未能读过，全
靠妈妈病床边授课。小妹

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的那一年，2000多名考生
中，录取 7人，她是其中的
一个。毕业后因身体虚弱，
无力再弹钢琴，而进入外
事办国际问题研究所（现
研究院），任职英文笔译。
她译出的《达扬外长传》
《郑念在上海的日日夜夜》
等作品，已近资深译者的
水平———这是因为“文革”
期间，她英文打字留下了
一百多册外文经典作品，
大大提高了她的翻译素
养。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
同志一再号召“引进外资
和高科技，投资建设国内
大型基础设施，以解决工
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当
时正值妈妈第二个癌症晚
期，我日夜留守在医院。妹
妹已出现肾功能不全症
状，为报党恩，她置生死于
度外，只身赴港定居，开办
咨询公司，寻找爸爸海外
旧友和在英国、美国颇具
实力的两位银行家姨父。
她引入世界五百强前十
名的大财团，成功投建了
宝山“大场自来水厂”、江
苏火力发电厂、山东清洁
能源，累计引进 100多亿
美元。她抱病往返奔波在
国际航线上，几次发病，
岌岌可危，她视死如归。
吴仪副总理事后知悉，慨
叹：“杜颖有烈士风范。”
千禧年末，她肾脏衰竭，

卧病瑞金医院。到 2011

年，她心、肺、胰等主要脏
器均已损坏。党中央、多位
国家领导人、上海市委、市
委统战部、瑞金医院领导，
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拯
救网，汇聚了最有经验的
三位肾移植专家———手术
后，三位专业主任轮换值
班，院长守夜。外电媒体
连续报道：“著名烈士杜
重远的女儿杜颖在上海
换肾，是总统级的医疗
待遇。”这一切的一切，

都证明党的优良传统，真
正做到了不忘初心，对先
烈近一个世纪的深情缅
怀，惠及小妹，恩泽浩荡。
妹妹心存点滴回馈社

会，遵照母训，引进外资，
每建成一座基础设施，妹
妹便将公司咨询费的一半
投向社会公益事业：她捐
助过苏州河环境综合治
理；帮助没钱上大学、没钱
治病的困难家庭；2004
年，响应报刊社论“让青少
年静心学习，远离游戏房
网吧”的号召，小妹在上海
位育中学建立了
“爱国主义音乐教
育基地”，订购了一
批价格不菲的夏威
夷电吉他，聘请著
名的艺术家教学，取得很
好成绩。在妈妈病逝将近
五周年时，她在病房内，新
学苦练夏威夷吉他。半年
竟能录成碟片。片中有我
用中英文叙说家国衰兴，
配合妹妹吉他名曲悠扬。
妈妈 5周年忌日之际，《锁
不住的琴声》碟片分送海
内外亲属。美国“夏威夷吉
他协会 HSGA”惊诧之余，
吸收小妹杜颖入会，成为
该协会里的第一位中国
人。由此，又牵动了出生在
夏威夷的奥巴马总统的注
意，他在世博会访华期间，
在空军一号上倾听了小妹
弹奏得日臻完美的夏威夷
吉他曲《梦幻》《天堂》，赞叹
道：“简直是大师级水平。
有机会，我要见见杜颖。”
今天，每位来宾手上

的小 U盘纪念品中，正是
这两首小妹弹奏的名曲。
愿袅袅琴声中，大家可以
依稀追忆她的声容笑貌。
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

间，一直面带微笑，遇到领
导和友人来看望时，越笑
得灿烂如花。她笑对死亡，
感恩而归。
我回到家里，人去楼

空，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

里，问空床：“小妹，你真的
没有了？永远也等不回来
了？”泪眼婆娑中，我记起
三年前，她刚从香港回来，
就坐在这张床上，填写欧
阳修《蝶恋花》的词，轻声
念读：“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帮助病
中小妹的三位护理，怕我
伤心，催我晚餐。饭菜飘
香，温语相伴。我忽然问自
己：“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
几净的客厅里，丢下小妹
孤单一人？她何尝有过这
样的遭遇啊！”我痛哭失
声。我一生护理过三个不
治之症的亲人，剜割痛苦，
守候无望，有太多的眼泪，
我总是死死关住泪闸。年
轻时哭，怕妈妈伤心；年
老时哭，怕妹妹担心；而

今，我什么顾虑都
没有了，让眼泪排
毒吧。我哭得酣畅
淋漓，自由减负。哭
声中，我听到门铃

响了，座机响了，手机里短
信、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
停⋯⋯今天又看到了你
们，是你们的亲情兜住了
我的眼泪，扶我走在彩云
间。只是我仍懵懂：没有小
妹的日子，怎样才能过好？
在特别忙碌的日子里，还
举办了如此隆重亲切的叙
别会：领导们深沉缅怀爸
爸毁家报国，慷慨殉难；大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小妹抱
病招商引资紧张洽谈，嫣
笑剪彩；屏幕下，位育中学
小同学和老师演奏夏威夷
吉他，琴声悠悠；我将努力
走出丧亲阴影，争取枯木
迎春萌新绿。

我向你们再一次感
恩，谨致不尽谢意。

（此文系杜重远烈士
长女杜毅在去年 11月 29

日“叙别会”上的发言，有
增删）

“淮海”这一个符号
马尚龙

    离开编辑生涯
几年之后，有朋友
邀请我“再作冯
妇”。我谢绝了，做
了几十年的编辑
了，知道编杂志的甘苦，已经热闹地谢过
幕了。但是朋友不依不饶，并且亮出了非
我莫属的理由：《漫步淮海》，是一本有关
淮海路的杂志；你对淮海路这么熟悉，写
过那么多淮海路及其周边的文章，又有
编杂志的经验；朋友说，三大优势，人家
或者有一有二，很少像你这样齐全的。
说到了淮海路，确实是抵触到了我

的内心深处。在我看来，淮海路，从来就
不仅仅是一条路。
就像是说到了香榭丽舍大道，很自

然就想到了，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巴黎最
繁华的商业街区，巴黎的格调巴黎的风
情巴黎的底气，从“香榭丽舍”的
香水瓶里弥散开来。香榭丽舍大
道，具有符号的意义。
在中国，“淮海路”也散发着

独特的符号意义，尤其是在上海，
“淮海”两个字，极其深入人心，那就是淮
海路了。虽然逊色于香榭丽舍大道，但是
有那么点意思。
比如梧桐树之于淮海路，其实悬铃

木是上海很多马路的行道树，但是好像
梧桐树和淮海路更加般配。比如上海女
性之于淮海路，其实上海女性漫步于其
他马路也多姿多彩，但是当她们徜徉于
淮海路时，好像更加迷人，更加体现上海
女人的“适宜”；淮海路上有专为女性开
设的“古今内衣”和“妇女用品商店”，这
些曾经的国内首店，是时尚潮动，也是男
女平等意识的律动。还比如格调之于淮
海路，每个年代总是会有令人怦然心动
的格调亮点，可能是一双皮鞋，可能是一
个发型，可能是一张高光的照片，可能是
一场思维新颖的艺术展览，更可能是居
住在以淮海路为主轴的公寓房子里的一

代作家、画家、电影
明星、歌唱家、教
师、医生、高级职
员，当然，还有 120

年的建路历史，以
及从霞飞路到淮海路的风云际会⋯⋯

所有人、事、物的存在，都是淮海路
必不可少的元素，最终勾勒出淮海路文
化符号的外延———淮海路不仅仅是一条
商业街，它蕴含了上海、却又只会发生在
淮海路的历史、文化、人文、商业、时尚、
市井的诸多大局和细节；淮海路也不仅
仅是单独的一条街，它是主轴，和与之交
错平行的些许马路，像重庆南路、复兴中
路、长乐路、陕西南路⋯⋯发生奇妙的互
动，形成了特有的“淮海气场”，以致在谈
论到许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这是
淮海路的事情，在谈论到淮海路的时候，

总会想到许多与淮海路似乎没有
专属的关系，却又非淮海路莫属
的事情。
当然，网络时代的淮海路商

店也不免落寞。去淮海路荡马路，
对于不少人来说，是美好的过去式，而不
是进行时。我也是。因为是《漫步淮海》的
缘故，十二月，我几次在淮海路闲逛，却
是感受到了新奇。瑞金路淮海路口的新
商厦开门了，在限流入场；店门外，冬雨
中，尽是花花绿绿的雨伞。店名“Niko

and⋯⋯”，我不知所以，朋友说，这是日
本很著名的潮店，翻译成汉语，叫做“你
可安”，是中国境内的首店。朋友说，体验
式商店和首店，淮海路有好几家了。
朋友继续向我“施压”，淮海路，也有

你这个“310103”不熟知的事情吧？
310103 是身份证号码，其中 103 代表
了原卢湾区户籍。我好像是有责任的
一般。

2020年，是淮海路开路 120年，也
恰是我重做编辑的“第一季”，像一首歌
的歌词那样———又见炊烟升起。

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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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邵
天
骏

    江南的小镇多有一种灵气之美，有
的即使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乏亮点凸
显，美丽难忘。譬如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
横山桥镇，对于许多上海游客来说，能够
了解的人其实并不太多。然而就是这么
一个小镇，舒适诗意的感觉比比皆是，绿
油油的田野纵横，微波荡漾的鱼塘相连，
泥土尽露的阡陌便利，白墙黛瓦的民居
点点，仿佛“世外桃源”。

认识小镇，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邀请我前去
游玩，只因那里有一个横山桥风景区，说山水兼蓄的山
地风景公园，是融风景与公园为一体的梦幻之地，又同
时得到了山水的热烈眷顾，于是就有了各种悦耳的声
音在此尽情碰撞：既有鸟儿在树林深处的欢快鸣叫，清
泉叮咚的潺潺流水，又有湖畔的风过留声，树叶的四下
摇曳。这样的委婉动感、梦幻情景，让小镇成了吸引普
通散客的一大“卖点”。
不止是大自然的呢喃，据悉小镇还有一个额外的

“看点”，亦是叫人颇感亲近，许多人是把它当真的。这
就是它虽属常州市管辖，却离无锡市很近，大约只有
10分钟左右的路程。以常州市和无锡市两个中心城区

来看，小镇所处的位置不仅可以清晰地
触摸到城市跳动的脉搏，而且又能够从
容地捕捉田园风光的气息。也许，类似的
风情总是能够撩拨游人的心思，让小镇
从此多了一

个可以叙说的理由。
漫步在诗意小镇，惊

讶它也有一座国际化的豪
华酒楼，装饰十分考究，每
个房间的面积也不小。酒
店外的街镇非常人性化。
横山桥风景区为小镇

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这里
的景区，亭台楼阁不时映
入眼帘，小桥流水诗情画
意。而遍山分布的青松，遍
地可见的花果与百亩竹海
遥相呼应，成为鲜明的特
色。还有山石各类形状，都
让景区沉浸在一种曼妙的
意境里。除此之外，庙宇、
禅寺、井亭和龙潭等，江南
神韵油然而生。傍晚，近处
的民居在灯火的点点映衬
下，其轮廓显得愈发朦胧。
远处的风景，也一下子变得
模糊起来，形成了一个个高
大的灰黑色影像，展露出
江南小镇的独特魅力。

晨 读
宜 人

    早晨，一文士
坐在草屋蒲团上读
书。后山云雾缭绕，
涧水山间流来，经
门前过。几根瘦竹，
高过屋顶，瑟瑟生风。一书童捧书朝草屋走来。
这幅画出自唐伯虎之手，名为《草屋蒲团图》。画的

右上方题识云：“虚亭林木里，傍水着栏干。试展团
蒲坐，叶声生早寒。唐寅画。”钤“唐居士”、“南京解元”
两方印。晨读原本是一个人的事。一蒲团，一本书，一心一意。

钓
趣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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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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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化先生做书籍设计
王震坤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
初，正是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
文化振兴、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的激情年代，社会的变革使原
来一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
得以在新的目标岗位上施展技
能和才华。正是这个时候，经过
一番组织人事关系的折腾，我
从一家纺织厂调到了心仪已久
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参与了《海
上文坛》杂志的创办。在这之
前，我虽然在业余常为一些报
纸杂志画插图、画题花，但作为
专业的美术编辑却是我职业生
涯的第一次。

那时候，漂亮得像宫殿的
作家协会大院在人们心目中是
何等神圣！那是文学青年的文
学殿堂呵。那里面坐着的人物，
随便叫一个都是当当的响啊。
这么多名人大家，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但其中有一位
不得不提，他就是王元化先生。

是他，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推了
我一把，成就了今天的我。

1992 年，办了几年的《海
上文坛》声名鹊起。紧扣社会热
点的选题、新颖的编排受到社
会各界瞩目，找我做书刊设计
的开始多起来了。一天，李子云
老师找到了我，对我
说，元化先生在编著很
多学术著作，需要一个
美术设计帮忙。元化先
生是中国著名学者，又
是文化界的老领导，对此，无名
小编的我哪有不答应的，忙不
迭地就承应了。承应是承应了
下来，但为这么高级别的人物
做书籍设计，对我来说，那可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我心里实在没底！

记得元化先生第一次交给
我的任务，是设计他的著作《清
园夜读》。首次设计这么厚重的
学术著作，对我这个学识浅薄

的设计者来说无疑是有压力
的。那时候，电脑设计还处在
初级阶段，设想是靠指令一键
一键地打进去的，不像如今这
么快捷方便。于是，我电脑加手
工，书名是靠镊子钳一个个粘
到画稿上去的。

元化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
代就投身革命，办过很多进步
书刊，是个编辑内行。听资深
编辑王为松讲，元化先生对编
书编排一向认真苛刻，不好对
付。第一次为元化先生做设计
能不能通过？我心里忐忑不
安⋯⋯交稿那天，我把画稿摊
在元化先生面前：一竿翠竹在
浓重的光影中矗立，阳光里几
叶新竹轻轻摇曳，大理石纹上

掇着四个字———清园夜读⋯⋯
哎，没想到他微笑地颔首通过
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
了地。

生活中的元化先生平易近
人，从不端架子，工作上有什么
问题，总是循循善诱，用商量的

态度同你讨论问题。有
一年，我为他的著作
《九十年代日记》作设
计，初稿不理想。他从
房间里翻出一个旧的

外国饼干箱给我看，大概是欧
洲货吧：宝蓝色的盒盖上很简
洁地画着一叶蕨草。元化先生
用铅笔在纸上指示我如何处
理。这一张设计草稿我至今还
珍藏着。

他的家我去得多了，元化
先生对我就像家里人一样，有
几次工作晚了，他还关照秘书
蓝云给我留饭、烧点心。他的夫
人张可老师慈祥美丽，总是笑

吟吟地催我“吃呵，别凉了”
⋯⋯天气转寒，他还特地送了
一件羊毛衫给我。这些细节，在
他的著作《九十年代日记》里均
有记载，当然，更深深地镌刻在
我的心里。

回想和元化先生相处的那
段日子，我哪是为元化先生做
设计？分明是他在教我做设计
啊。我哪是为元化先生工作？分
明是他在教我做人啊。

从《清园夜读》到《清园谈
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这些
书的设计，绝大部分我都参
与了。

过了年，就是元化先生诞
辰 100周年。我这里给他叩首
请安，希望能有机会再为他的

著作做设计。
那一刻 ，

他明白了生命
很渺小， 明请
看本栏。

十日谈
人生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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